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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賀「南南人權論壇」開幕 習近平：以發展促人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首屆
「南南人權論壇」昨日在京開幕。國
家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對論壇的舉
辦表示熱烈的祝賀，強調全球人權事
業發展離不開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努
力，希望國際社會本公正、公平、
開放、包容的精神，尊重並反映發展
中國家人民的意願，促進發展中國家
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人權，實現全人
類共同繁榮發展。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人人充分享有
人權，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夢想。近代以
來，發展中國家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
國家獨立，獲得自由和平等，享有尊嚴
和幸福，實現和平與發展，進行了長期
鬥爭和努力，為世界人權事業發展作出
了重大貢獻。
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把
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把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不斷
提高尊重與保障中國人民各項基本權利
的水平。前不久召開的十九大描繪了中
國發展的宏偉藍圖，必將有力推動中國
人權事業發展，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新
的更大的貢獻。

人權事業須按各國國情推進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

人口佔80%以上。人權事業必須也只能

按照各國國情和人民需求加以推進。發
展中國家應該堅持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相結合的原則，不斷提高人權保障水
平。中國人民願與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
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同心協力，以合作
促發展，以發展促人權，共同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

黃坤明在開幕式上宣讀了習近平的賀
信並致辭。他說，習近平主席提出的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思想，為推
進全球人權治理朝公正合理方向發
展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
願與發展中國家一道，堅定自信、團
結合作，走符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
道路，為世界人權事業發展作出更大
貢獻。
此次論壇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

部共同舉辦，來自70多個國家和國際
組織的官員、學者等300餘人出席。

伴隨熱烈的掌聲和歡快的音樂，
老、中、青三位塞罕壩人從聯合國

環境署執行主任埃里克．索爾海姆手中
接過象徵聯合國環保最高榮譽的獎盃。
雖然早已白髮蒼蒼，73歲的陳彥嫻走
向演講台的步伐卻十分輕盈。「此時此
刻，我代表三代塞罕壩人來領獎，激動
的心情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被問
及獲獎心情時，陳彥嫻回答道，「這是
屬於塞罕壩三代人的榮譽。」
塞罕壩位於河北省承德市北部、內蒙古
渾善達克沙地南緣。歷史上，塞罕壩曾是
森林茂密、禽獸繁集。後來由於過度採
伐，土地日漸貧瘠。到上世紀50年代，千
里林海已變成人跡罕至、風沙肆虐的沙源
地。
55年前，369個平均年齡不到24歲的年

輕人毅然來到這個黃沙漫天、草木難生的
地方。半個多世紀裡，前仆後繼的三代塞
罕壩人只做了一件事──種樹。回憶和講
述在塞罕壩造林的艱苦歷程，陳彥嫻卻始

終面帶笑容。「雖然經歷了很多磨難，但
我不後悔。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
我還是會選擇塞罕壩。」

施行科學管理 實現良性循環
作為第二代塞罕壩人的代表，塞罕壩

機械林場場長劉海瑩參加了當晚的頒獎
典禮。在他看來，塞罕壩的成功，除了
依靠持之以恒的信念，也少不了科學求
實的管理理念。
建場以來，塞罕壩一邊抓造林，一邊抓
營林。特別是自1983年全面轉入森林經營
階段以來，樹立起「造林固本、經營培
元」的理念，摸索出一套科學撫育管護的
模式，實現了良性迴圈的發展鏈條。
「塞罕壩各項事業的發展，始終凝聚

科技的力量。」劉海瑩說，塞罕壩的
開發建設，就是一部中國高寒沙地科技
攻關、可持續發展的進步史。如果用
「拓荒」來形容第一代務林人，用「傳
承」來形容第二代務林人，那麼，第三

代務林人可以用什麼詞語來形容呢？
「80後」于士濤告訴記者：「攻堅」。

接力林場經營 守業難過創業
于士濤解釋說，第三代塞罕壩人正在

向更乾旱區域、更高海拔地區發起挑
戰，通過科學研究、借助外腦等，突破
了多品種種植、病蟲害防治等難題，並
承擔了包括鳥類問題研究等多個科研課
題，在新的時代繼續艱苦創業。守
業更比創業難。擺在于士濤這
些年輕人面前的挑戰是，
如何接好林場經營的
「 接 力 棒 」 。
「這是一份沉
甸甸的責任，
老一輩的成果
在我們手上可
不能毀了。」
于士濤說。
現在的塞罕

壩，森林覆蓋率從11.4%提高到80%，每
年可涵養水源、淨化水質 1.37 億立方
米，固碳 74.7 萬噸，釋放氧氣 54.5 萬
噸，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超過120億元。
55年時間，塞罕壩的發展歷程生動詮釋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
念。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
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我們不「輸
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
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

這是世界最大政黨向世界作出的莊嚴承
諾。中國堅定走適合自身歷史、社會、文化
條件的道路，同時不會向世界「輸出」中國
模式，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自信而不自滿，昂
揚而不張揚的態度。
中共自信且昂揚。中共有充分的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

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中共堅持實
幹興邦，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
比較政治研究表明，一國政治體制的發

展，必須在本國特定的文化條件和文化傳統
下發展，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結構和文化心理
作為支撐。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堅定從中華民族5,000年的歷
史文明中汲取執政治理養分，發展出一套適
合中國文明特質和文化結構的道路模式，對
於世界文明本身就是一種貢獻。
中共不自滿、不張揚。一方面，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
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
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
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
解決世界各國的發展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

中國方案。另一方面，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
而皆準的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
道路。中國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康莊大
道，這條道路有着中國自身的歷史、社會、
文化發展邏輯，並且在不斷發展，我們不會
「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
中國的做法。
中國的治理成績證明，現代化作為一種

文明模式，絕不是一枝獨秀、以西方模式
為尊，而應該百花齊放，包容多樣文明。
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
中國道路讓我們有自信有底氣向世界展示
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其目的不是為了
「輸出」中國模
式，而是為世界
文明提供一種有
益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十九大閉幕後針對省部級領導幹部的首
次專題研討班日前開班。中央黨校舉辦
的此次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
為主題的專題研討班，從本月至明年4
月舉辦7期，對省部級領導幹部這一
「關鍵少數」群體進行集中輪訓。
「盯住幹、馬上辦、改到位。」一位
省部級領導幹部這樣理解「釘釘子」精
神。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十九大
擘畫了宏偉藍圖，也對各級中共領導幹
部的思維、行為乃至工作方式都提出了
更新更高的要求。「領導幹部唯有學在
前、走在前，用更高標準嚴格要求自
己，才能激發起上行下效的整體效
應。」一位參與此次研討班的幹部說。

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為學習單位舉
辦專題研討班，是中共延續十多年的傳
統。此次輪訓針對的是「省部級幹部」
而非僅僅是「主要領導幹部」，涵蓋面
更廣，是全黨大興學習之風的體現。其
間，學習的主要形式包括：學習講話、
專題報告、分組討論、全班交流等。
授課陣容強大，中組部部長陳希為學

員作「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關於新
時代黨的建設和組織工作新部署新要
求」專題輔導報告、中宣部部長黃坤明
作「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武裝全黨」專題輔導報告，等等。
數據顯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組
織部在中央黨校等直接舉辦各類班次
1,100多期，調訓幹部6.5萬多人次，包
括省部級幹部7,180人次。

中國庫布其治沙
項目負責人、億利
資源集團董事長王

文彪在第三屆聯合國環境大會期間表
示，希望將庫布其的治沙經驗分享給
全世界，讓世界上的沙漠越來越少，
綠洲越來越多。本周二（5日）晚，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內羅畢總部向傑
出環保人士和組織頒發全球環保領域
最高榮譽「地球衛士獎」，王文彪獲
得了其中的「終身成就獎」。

治理「死亡之海」荒漠「長出」財富
據王文彪介紹，位於內蒙古自治區

的庫布其沙漠曾是千年荒蕪、寸草不
生的「死亡之海」。他和億利團隊30
年前在那裡開始了治理沙漠的「馬拉
松」，克服了很多困難和挑戰，硬是
把幾千平方公里的黃沙變成綠洲，讓
那裡的十幾萬民眾擺脫了貧困。
王文彪說，庫布其治沙機制和經驗

在本屆聯合國環境大會上受到廣泛關
注，很多國家非常關心如何把沙漠變
成綠洲，如何讓沙漠土地得到改良，
並「長出」財富，讓老百姓不被貧困
束縛。「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認為沙漠
是不可治理的，認為這是人類的災
難。但通過幾十年的實踐和創新，我
們還是化腐朽為神奇，把沙害變成沙
利。」

追逐綠水青山 方見金山銀山
在談到庫布其模式對非洲治沙的意

義時，他說，非洲面積很大，農業潛
力很大，但沙漠也很多。非洲可以充
分借鑒庫布其治沙這樣的中國經驗，
讓更多沙漠變成綠洲，變成產生財富
的地方。他說，解決沙漠生態問題，
首先需要解決在缺水條件下變「綠」
的問題，只有綠了，才能談得上生物

多樣性和生態循環體系。無論是哪個國家的沙漠，
只要把土地和陽光這兩個資源利用好了，「綠水青
山和金山銀山也就有了」。
王文彪同時強調，庫布其治沙經驗也不是「放

之四海而皆準」，其他國家和地區在治沙過程中
應該注意「因地而異」。庫布其治沙經驗的意義
在於給全球提供了一種理念和方法，能讓人們少
走彎路，提高效率。
本屆大會期間，億利資源集團還參與了與大會

平行舉辦的可持續創新博覽會，展示了王文彪用
數十年親身實踐與探索寫成的《沙漠經濟學》。
他說，這本書詳盡地記錄了他本人及企業在30年
間把沙漠變成綠洲的歷程。王文彪希望這本書能
讓人們了解中國的治沙奇跡，看到庫布其沙漠中
如何「長出」綠色財富。他說：「只要世界上還
有沙漠，我的治沙『馬拉松』就不會停止，我將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作為永遠的價值追
求，從庫布其出發走向『一帶一路』，走向世
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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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壩三代「衛士」
勇奪聯國環保獎
半數獲獎者來自中國 彰生態治理重大進步

中國共產黨自信有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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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輪訓「關鍵少數」
促進新時代新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在全球環保業者的矚目

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內羅

畢舉行的第三屆聯合國環境大

會期間宣佈了聯合國最具影響

力的環境領域獎項「地球衛士

獎」，中國塞罕壩林場建設者

獲得其中的「激勵與行動

獎」。「地球衛士獎」從2005

年開始頒發，是聯合國表彰全

球傑出環保人士和組織的最高

獎項。今年「地球衛士獎」6

個獲獎單位或個人中，有一半

是中國環保從業者，昭示了中

國近年來在環境保護和生態治

理領域取得的重大進步。 ■■陳彥嫻陳彥嫻（（左二左二）、）、劉海瑩劉海瑩（（中中）、）、于士濤于士濤（（右二右二））從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手中接過象徵聯合國環保最高榮譽的獎盃從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手中接過象徵聯合國環保最高榮譽的獎盃。。新華社新華社

■■經過三代人努力經過三代人努力，，塞罕壩的森林覆蓋率從塞罕壩的森林覆蓋率從1111..44%%提高到提高到
8080%%。。圖為工作人員在塞罕壩機械林場採集數據圖為工作人員在塞罕壩機械林場採集數據。。 新華社新華社

■■王文彪獲得王文彪獲得「「地球衛士獎地球衛士獎」」
中的中的「「終身成就獎終身成就獎」。」。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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